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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代表倡加強憲法教育
助港人認識「一國兩制」法理根源 讚修憲利「帶路」灣區穩定連貫

( 

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高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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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憲法修正案。多名港區代表認
為，修憲是符合新時代新要求及民
眾新期望之舉，為國家推動「一帶

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等重大發展戰略提供穩定性及連貫性，又建
議香港加強憲法教育，認識「一國兩制」的法理根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朗文、葛沖、王珏、李柏濤、唐川閣 北京報道

港區代表、霍英東集團行政總裁霍震
寰表示，他贊成憲法與時俱進，

「現在我們進入新時代，憲法自然要配
合新時代的要求，我相信這對國家穩定
發展是好事，而國家穩定當然對落實
『一國兩制』有幫助。」
港區代表、中銀香港信託董事長吳亮
星指，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只有不斷
適應新形勢、吸納新經驗，才能保持生
命力，「修憲獲得人大高票通過，符合
時代需求，也符合民眾期待。就香港來
說，憲法是『母法』，是香港包括基本
法在內的一切法律的根本，憲法的適時
修改和完善，有助於進一步推動依法治
港，維護香港法治。」

港應關注落實憲法基本法

對國策民生提供穩定保障
港區代表、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榮譽
會長林龍安表示，今次修憲獲得高票通
過，說明了全國人民、包括香港各界的
大力支持。
他強調，這次憲法修改是推進全面依
法治國、推進國家治理全面現代化、有
助於完善加強領導人黨、政、軍「三位
一體」的黨和政府領導體制的重大舉
措，必定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
度提供全面憲法保障，未來將會對「一
帶一路」等重大國策及各項民生改善措
施提供穩定保障。

讓港青了解國家政治體制
港區代表、聯泰集團有限公司行政總
裁陳亨利指，今次修憲以高票通過，將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加
入憲法，是適應了新時代發展，對國
家、香港整體發展有利，並有助回應人
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追求。
他認為，很多重要的國家發展戰
略 ，如 「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
區，都需要多年深耕細作，這一切都
需要統一、 連續、穩定的領導，政策
才可以有效落實，為人民帶來更美好
生活。
港區代表、經民聯執委兼青委會顧問
張俊勇表示，修憲對香港是好事，保證
了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長治久安，

■蔡素玉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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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 攝

同時也確保了國家的穩定。
他強調，所謂「港獨」永遠不可能發
生，要始終對「港獨」持「零容忍」態
度，通過做更多推廣憲法及基本法的教

■張俊勇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攝

育，讓香港青年更加了解國家的政治體
制，同時香港亦要思考如何在粵港澳大
灣區及「一帶一路」倡議中，發揮「一
國兩制」的制度優勢。

■釋寬運（右二）認為，佛教人才缺乏，已明
顯跟不上時代發展的步伐。

釋寬運倡灣區設「佛研中心」

港區代表、民建聯前立法會議員蔡素
玉表示，此次修憲很有必要，是把人民
的意願以法律的形式體現出來，亦是依
法治國的重要一步。修憲有助於國家更
加穩定，有利於好的政策措施能更好地
繼續貫徹下去，讓國家制度更加健全，
有助於國家越來越強大和國際地位的日
益提升。
港區代表、香港工商總會主席王庭
聰表示，今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對
「維護國家安全」、「一地兩檢」等
都已作出明確闡述，再加上憲法修正
案獲得人大通過，香港社會下一步應
集中關注如何把憲法和基本法在香港
落實到位。
港區代表、滬港經濟發展協會會長姚
祖輝表示，此次修憲非常重要，有助國

家的政治平穩，亦有助於國家未來走向
美麗中國、富強中國，對修憲獲高票通
過感到非常開心。

到底要如何進
一步培養佛教弘法
人才？全國政協委
員、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西方寺住
持釋寬運一直念茲在茲。在今年參加
全國兩會期間，他提案建議抓住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機遇，在大灣區成立佛
教研究中心，培養國際弘法人才。
寬運法師今年就《「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的發展機遇與成立佛教研究中
心培養國際弘法人才》提案。他指
出，目前粵港澳三地出家僧尼與教職
人員甚為不足。
他引用數據指，現時香港大小寺廟有
400 多間，已登記之出家人，男眾 200
多人，女眾600人，信眾約100萬人；
澳門大小廟宇約有 40多所，屬於佛教
系統的只有10多間；已登記之出家人，
男眾約10多人，女眾約20多人。廣州
目前登記開放的寺廟僅有 35 間，登記
認定教職人員（含男女出家二眾）有
211人，佛教信眾約75萬人。



委員支招助港青灣區「展翅」

倡新藥聯合研發
陳新滋委員曾任香港浸會大學校長，
現為廣州中山大學藥學院全職教授，從
事藥物化學和有機化學的科研工作。他
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他建議在粵港
澳大灣區成立新藥研發聯合實驗室。
他認為，在粵港澳大灣區「一小時生活
圈」形成後，大灣區內科研合作將更便
利。未來，科技創新將成為大灣區合作的
重點，產學研成果轉化是其中一個熱點，

並有望為科研人員帶來更高的收入。
蔡加讚委員指出，香港青年有很多人
都有意前往內地特別是大灣區創業，但
苦於找不到合適的地方。建議在粵港澳
大灣區內建設一批港青創業園區，為大
灣區青年創業爭取優惠租金丶融資丶培
訓等方面的政策與服務，孵化創業項
目，並讓港青享有「國民待遇」。
他建議內地和香港協商擴大專業資格
互認範圍，例如岩土工程師丶電氣工程
師丶屋宇裝備工程師丶園境師丶土地測
量師以及內地監理工程師與香港相關專
業等，都有條件推動資歷互認，可採取
先行先試方式，先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實
行相關的資歷互認，待成熟後再逐步擴
展至全國。

推實習吸全球人才
楊志紅委員表示，在其他三大世界級
灣區的創新發展歷程中，世界級高校均

隨着城市不斷
發展，香港近年
地少人多的問題
越趨嚴重，令許多市民難以安居樂業。
雖然特區政府已推出多項措施以增加房
屋土地供應，並設立更多優質的社區設
施，但由於種種原因，社區用地不足的
問題仍然困擾着許多香港市民。
鄰近香港的澳門同樣面對社區用地
不足的問題，但澳門和珠海早在幾年
前已經將飛地的概念引入公共服務領
域。澳門大學從 2013 年起，向珠海租
借橫琴島內 1.0926 平方公里土地作為
新校區。新校區的面積比原校區大 20
倍，成為一塊飛地。這個橫琴模式是
制度上的一項創新，十分值得參考。
若能在廣東省內建立香港人為主的
社區，一方面可解決香港地少人多和
居住環境擠迫的問題，另一方面可加
快讓香港人融入內地，推動當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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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與此同時，先行先試的做法
提供了以制度創新和思維創新解決老
大難社會問題的實例，並成為粵港澳
大灣區的其中一個合作示範項目，為
將來珠三角乃至於全國各地的區域發
展策略提供極為寶貴的參考。
就此，民建聯在兩會上提出了三點
建議。第一點，在鄰近香港的廣東省
城市，如珠海、中山及惠州等，提供
大量社區用地以設立多個「香港
村」，在內興建大量房屋給予香港人
居住。
第二點，「香港村」主要作為居住用
途，應配備相關配套包括社區及休閒娛
樂設施，例如商場、街市、戲院、圖書
館、醫院、公園及公共泳池等。
第三點，加強協調，在粵港澳大灣
區的框架內，建設相關的接駁交通網
絡及行車安排，以便利居民往來「香
港村」和其他地區。

■蔡加讚

發揮支撐作用，比如舊金山灣區擁有 5
所世界級研究型大學，紐約灣區擁有 58
所大學。粵港澳大灣區僅香港擁有 4 所
國際性大學，這是明顯的短板。
香港特區政府此前與廣東省港澳辦合
作，推出「粵港暑期實習計劃」，增加香
港青年到廣東企業、機關、事業單位實
習名額。她建議在此基礎上，設立「世
界 大 學 畢 業 生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實習計
劃」，吸納世界級大學的優秀畢業生，若
實習生願意留下工作，可透過項目獎勵

人大法委會更名凸顯憲法重要性

善用飛地模式 粵建港人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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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沈清麗
北京報道）粵港澳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
形成後，將為香港年輕人帶來不少機
遇。全國政協委員於兩會期間積極提出
各項建議，包括在大灣區成立新藥研發
聯合實驗室、建設港青創業園區，設立
世界大學畢業生大灣區實習計劃等，為
香港科研人才和年輕人提供更多不同類
型的發展機會。

金、購房補貼、人才綠卡、子女入學、配
偶就業等，吸納為粵港澳大灣區企業的
員工，讓世界大學人才和科研成果參與
和應用到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中。
李山委員表示，香港作為連接內地和
國際資本市場的最重要樞紐，必將成為
絲路金融中心。同時，建立多層次的人
文交流機制，實現民心相通，是「一帶
一路」建設的重要目標，而經濟繁榮、
文化多元的香港正是實現這一目標、打
造絲路文藝復興之都的最佳地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朱朗文 北京報
道）憲法修正案將全國
人大法律委員會更名為
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
員會。有港區代表認
為，這既是凸顯憲法重
要性，也有助加強全國
馬逢國((左)及黃玉山
■田北辰
人大對地方法律的合憲 ■馬逢國
審查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朗文 攝
港區代表團團長馬逢
港區代表團副團長兼發言人黃玉山
國表示，憲法是國家最重要的法
律，國家未來發展及方向都體現在 則透露，港區代表團昨日審議全國人
憲法內，而現時有 200 多個城市都可 大常委會工作報告時，有代表提出憲
自行制訂地方法律，有時會出現與 法和法律委員會將來可派專家來港出
憲法不相應的地方，全國人大對這 席講座，讓港人更多了解憲法。
港區代表、「實政圓桌」召集人
些地方法律的合憲審查工作會越來
越繁重，故法律委員會更名為憲法 田北辰說，中央以前強調的是「依
和法律委員會，一方面是凸顯憲法 法治國」，現在就要加上「依憲治
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加強合憲審查 國」在前面，如果只提其他法律不
提憲法就會出問題，「例如講到
工作。
他相信，中央一定會為委員會主 『一國兩制』就要提到（國家）憲
法和基本法。」
任委員一職物色適合人選。

為文化「帶路」添磚加瓦

寬運法師認為，佛教人才的缺乏，
已明顯跟不上時代發展的步伐。因
此，為了弘揚漢傳佛教，促進中華文
化更好地向世界傳播，為建設文化
「一帶一路」添磚加瓦，香港佛教
「此岸──彼岸」弘法會於去年秋開始籌劃於
廣州華南師範大學成立「菩提佛學研究中
心」。
他介紹，該中心將開展天台淨土典籍之研
究，以及歷史文化學院「漢傳佛教海外碩博留
學生項目」，培養國際佛教與文化交流人才，
包括英語、普通話、粵語弘法人才，以期成為
溝通中外的紐帶力量。
寬運法師指出，我們現處於歷史中重大的轉
折點，漢傳佛教未來是要走向世界的，目前兩
岸具有發展規模的佛學院、佛教大學、佛教研
究中心，均要求學子學習不同的通行語言及佛
教巴利文、梵文等。
「我們可以看到佛教文化非常開闊，像某些
佛教大學計劃將漢傳《大藏經》翻譯成英文，
這是走向世界很好的途徑。菩提佛學研究中心
的創設，正是以此為出發點。」他說。
寬運法師強調說：「佛教要復興、要走向世
界，必須要有跨世紀的思想家，同時亦要有國
際化的優秀弘法人才。秉承漢傳佛教的優良傳
統，朝着創新科技與國際性發展的方向出發，
相信菩提佛學研究中心的創立，必然能為大灣
區的文化及教育發展，盡一分心，獻一分
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沈清麗 北京報道

